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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秋收农作物秸秆还田指导意见 

 

秋收期间，秸秆产生量大、时间集中、还田面广，

为做好粮食主产区主要农作物秸秆的高质量还田和还

田地块的科学管理，提升耕地地力，确保下茬作物稳产

丰收，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东北地区 

（一）科学及时做好玉米秸秆还田 

1. 玉米连作和玉米大豆轮作是东北旱作区的主要

种植模式，在玉米成熟后及时收获并粉碎秸秆还田，为

秋季耕整地作业抢出时间。病虫害较严重的地块，秸秆

应收集离田处置。一般情况下，秸秆粉碎的长度越小，

虫害的发生现象越小。 

2. 为节约成本、不误农时，玉米联合收割机需加

装秸秆粉碎抛撒还田装置，收获玉米的同时将秸秆粉

碎，均匀地抛撒在地表。秸秆粉碎作业质量要求：秸秆

留茬高度≤ 10 cm，切碎长度≤ 10 cm、成撕裂状，秸秆

粉碎长度及留茬高度不合格率≤ 10%，抛撒不均匀率≤ 

20%。 

3. 玉米秸秆覆盖条带耕作、翻埋还田和碎混还田

的地块在土壤封冻前完成整地作业，免耕地块留茬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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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冬。 

玉米秸秆覆盖条带耕作：秸秆粉碎抛撒后，采用条

带耕作机将秸秆进行归行处理，使播种带地表裸露、在

封冻前完成播种带的表层耕作，翌年春季精量播种；或

采用秸秆归行机将秸秆进行归行处理，翌年春季免耕播

种。 

玉米秸秆翻埋还田：秸秆粉碎均匀抛撒地表，在封

冻前完成翻地、耙地等作业，翻耕深度 25 cm 以上，垄

作地块一并完成起垄，镇压后越冬。 

玉米秸秆碎混还田：秸秆粉碎抛撒后，在封冻前进

行深松耙地或深旋耕，耙（旋）深 15 cm 以上，垄作地

块一并完成起垄，镇压后越冬。 

4. 未有深翻和深松基础的地块进行免耕播种，须

配合苗期深松作业。 

（二）科学及时做好水稻秸秆还田 

1. 东北地区水稻主要采取连作的种植模式，病虫

害较严重的地块，秸秆应收集离田处置。 

2. 秸秆还田地块，水稻联合收割机需加装秸秆粉

碎抛撒还田装置，收获的同时粉碎秸秆。秸秆粉碎作业

质量要求：秸秆留茬高度≤ 10 cm，切碎长度≤ 10 cm，

秸秆粉碎长度及留茬高度不合格率≤ 10%，均匀地抛撒

在地表。 



—3— 

3. 收获前稻田应及时排干水，秋季稻田土壤水分

适合机车下田作业的地块，在封冻前完成整地作业，可

结合秋整地每亩施尿素 3-4 kg；田间水分多不适合整地

的地块，待翌年春季整地。 

水稻秸秆翻埋还田：秋季秸秆粉碎后及时翻地，立

垡越冬；翻耕深度 18-25 cm，实现秸秆全部深埋还田，

漏耕率≤ 2.5%，重耕率≤ 5%，水田池边翻地整齐。 

水稻秸秆旋耕还田：秋季秸秆粉碎后及时旋耕整

地，旋耕深度 14-16 cm，实现秸秆全部深埋还田，漏耕

率≤ 2.5%，重耕率≤ 5%，水田池边旋耕整齐。 

二、黄淮海地区 

1. 黄淮海地区玉米多为活秆成熟，应在玉米秸秆

水分含量高、易粉碎时及早粉碎还田，避免其从土壤中

继续吸收养分，造成土壤养分浪费。病虫害较严重的地

块，秸秆应收集离田处置。 

2. 选用带有粉碎抛撒装置的联合收割机或秸秆粉

碎还田机。秸秆粉碎作业质量要求：秸秆留茬高度≤ 5 

cm，切碎长度≤ 8 cm，秸秆粉碎长度及留茬高度不合格

率≤ 10%，抛撒不均匀率≤ 20%，漏切率≤ 1.5%。机械

在地头拐弯时易造成秸秆聚堆，整地前要均匀散开。 

3. 后茬种植小麦时，在完成粉碎、施肥作业后，

可采用深旋耕、深耕翻压或隔两年深翻一次的轮耕方式



—4— 

使秸秆还田整地；小麦播种后要及时镇压。玉米秸秆深

旋耕还田：秸秆粉碎抛撒后，进行深旋耕 1-2 遍，旋耕

深度 15-18 cm，使秸秆均匀的分布在表层土壤中；深旋

耕后及时镇压，有利于小麦播种深度一致，确保苗齐苗

壮。 

玉米秸秆深耕翻压还田：秸秆粉碎抛撒后，进行翻

地、耙地等作业，耕深要求 25 cm 以上，使秸秆完全被

掩埋在耕层中；深耕后及时耙实镇压，达到地平土碎，

有利于秸秆腐解和小麦出苗、生长。 

玉米秸秆轮耕还田：秸秆粉碎抛撒后，以 3 年为一

周期，第 1 年采用深耕翻压还田方式，耕深 25 cm 以上；

第 2 和 3 年采用旋耕还田方式，耕深 15 cm 左右。轮耕

还田方式在确保秸秆还田质量前提下，可有效降低机械

作业成本和能耗。 

4. 整地后若土壤墒情不好，须浇足底墒水再播种，

为小麦出苗提供充足的水分，塌实土壤，保墒防寒，利

于秸秆腐解。冬小麦生长季重点关注返青期、拔节孕穗

期、灌浆期等关键生育期的土壤墒情，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灌溉，建议冬前灌水，利于小麦安全越冬。 

三、长江中下游地区 

1. 秋收期间区域内连续降雨或干旱情况时有发

生，在水稻收割时，应选用配备秸秆切碎匀铺装置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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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收割机完成秸秆的粉碎、抛洒。病虫害较严重的地块，

秸秆应收集离田处置。需要秸秆移除的重金属污染管控

区，秸秆另行按离田方法处理。 

2. 选用带有粉碎抛撒装置的联合收割机或秸秆粉

碎还田机。秸秆粉碎作业质量要求，秸秆留茬高度≤ 15 

cm，切碎长度≤ 10 cm，秸秆粉碎长度及留茬高度不合

格率≤ 10%，均匀地抛撒在地表。另可选用 75 马力以

上拖拉机，配置撒肥机施用基肥，配置反转灭茬旋耕机、

或铧式犁、或犁旋一体复式机进行水稻秸秆还田作业，

配置播种、开沟机具，进行油菜或小麦播种、镇压和开

沟，优选带旋耕灭茬、开沟起垄、施肥播种等多种功能

的一体机进行全过程一次性作业。 

3. 后茬作物为油菜的，应基于秸秆还田腐解规律

和养分释放特征，氮肥适当前移，将 80%左右的氮肥用

于基肥。稻田油菜免耕飞播田块，建议水稻秸秆留茬高

度 40-50 cm，减少稻草覆盖厚度以利油菜出苗，秸秆切

碎长度≤ 10 cm，均匀覆盖还田。 

4. 后茬作物为小麦的，根据播种期温度、墒情、

秸秆还田整地质量等影响因素适当调节播种量，播种时

随种随压，未带镇压装置或镇压不实的田块要在小麦播

种后及时镇压，确保种（根）土密接，培育壮苗。应基

于秸秆还田腐解规律和养分释放特征，氮肥适当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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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70%左右的氮肥用于基肥。 

5. 水稻收获后不接茬油菜或小麦的，或者后茬作

物为免耕飞播紫云英等绿肥的，可选用配备秸秆切碎匀

铺装置的联合收割机进行高留茬收割水稻，同时将秸秆

切碎后均匀铺撒作业。 

四、西南地区 

（一）科学及时做好水稻秸秆还田 

1. 在平原和高原平坝区，主要进行水稻秸秆粉碎

覆盖和粉碎翻埋还田。病虫害较严重的地块，秸秆应收

集离田处置。水稻收获时，采用带有秸秆切碎抛撒装置

的联合收割机进行收获，同时完成秸秆粉碎和均匀抛

撒。秸秆粉碎作业质量要求：秸秆留茬高度≤15 cm，切

碎长度≤ 10 cm，秸秆粉碎长度及留茬高度不合格率≤ 

10%，抛撒不均匀率≤ 20%，均匀地抛撒在地表。 

水稻秸秆粉碎覆盖还田：要求秸秆抛撒均匀，田块

落干无明水，避免秸秆覆盖后随水漂浮。 

水稻秸秆粉碎翻埋还田：需在下季作物播种时，结

合整地通过翻旋机械进行灭茬、翻旋和秸秆翻埋还田一

体化作业。耕整时用机械进行翻压，将秸秆与表层土壤

充分混匀，翻压深度在 8-10 cm；旋耕整地时每亩施用

尿素 5-8 kg，调节碳氮比加速秸秆腐解，后期可根据作

物长势适量减少氮肥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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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丘陵及山地区域，主要进行水稻秸秆整株覆

盖还田。病虫害较严重的地块，秸秆应收集离田处置。

水稻人工收获时，秸秆多采用整株覆盖还田，将秸秆均

匀覆盖在稻桩行间，开厢或宽窄行种植水稻的可将秸秆

均匀覆盖于厢面或宽行中。 

有灌溉排水条件的田块，农作物秸秆与土壤混匀

后，可灌水浸泡田块 2-3 天，加速秸秆在土壤中的水分

吸收与腐解；无灌溉条件的田块，应在秸秆翻压与土壤

混匀后及时整地，减少水分蒸发。采用秸秆覆盖还田免

耕的保护性耕作，宜每隔 2-3 年深耕深松一次。 

（二）科学及时做好玉米秸秆还田 

1. 在平原和高原平坝区，玉米单作或轮作（玉米-

油菜、玉米-小麦等模式）且机械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

主要进行玉米秸秆粉碎翻埋还田。病虫害较严重的地

块，秸秆应收集离田处置。玉米收获时，采用带有秸秆

切碎抛撒装置的联合收割机进行收获，同时完成秸秆粉

碎和均匀抛撒。秸秆粉碎作业质量要求：秸秆留茬高度

≤ 10 cm，切碎长度≤ 10 cm，秸秆粉碎长度及留茬高度

不合格率≤ 10%，抛撒不均匀率≤ 20%，均匀地抛撒在

地表。玉米秸秆最佳粉碎期是在玉米成熟后，秸秆呈绿

色，此时秸秆本身含糖分、水分大，易被粉碎，可加快

腐解，增加土壤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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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下季作物播种时，采用耕作机械进行翻压，将秸

秆与表层土壤充分混匀，翻压深度在 15-20 cm；旋耕整

地时每亩施用尿素 5-8 kg，调节碳氮比加速秸秆腐解，

后期可根据作物长势适量减少氮肥用量。 

2. 在丘陵和山地区域，玉米间套作（小麦-玉米//

大豆、小麦-玉米//甘薯或油菜-玉米等模式）或单作的

情况下，主要进行玉米秸秆整株条带覆盖还田。病虫害

较严重的地块，秸秆应收集离田处置。玉米人工收获时，

将玉米秸秆按照归行化方式处理，均匀方向一致顺铺在

玉米原位种植带或者下季空闲行上，不影响下季作物播

种作业。 

信息来源：农业农村部秸秆综合利用技术专家组、农业农村部

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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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部署工作·汇聚合力·大力推进 

秸秆利用工作 

 

目前，黑龙江省秋收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为同步做

好 2021 年度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特别是围绕重点抓好

秸秆还田、离田作业，持续加大黑土地保护力度，发挥

好粮食生产“压舱石”作用，黑龙江省秸秆综合利用工

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日前对相关工作进行了部署。 

一是强化责任落实。各地要根据年度秸秆综合利用

目标和秋收情况，把秸秆还田、离田作业任务纳入“田

长制”管理，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把每个村、每个地

块的秸秆都落实利用方向，确定包保人员、作业农机和

完成时限，完成一个地块，销号一个地块。要定期与气

象部门会商，根据气象条件变化和土壤墒情，及时调整

秸秆还田、免耕、离田利用路径。 

二是强化作业调度。各地要科学安排机械力量，组

织安装农机监测终端，确保应安尽安，及时上传作业终

端信息，要保证秸秆还田利用优先，确保作业标准，切

实提高玉米秸秆、水稻秸秆还田的数量和质量。要把秸

秆离田同翻地整地有效衔接，处理好秸秆打包离田后的

田间残余物，提高作业标准。对于个别地区地块不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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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具不足的，通过调配农机跨区作业，指导农户分散离

田等方式解决。总之，要确保在秋季最大限度完成秸秆

还田离田作业任务，明年春天能够达到净地待耕的标

准。 

三是强化供需衔接。各地应因地制宜推进秸秆离田

加工利用，科学安排设计“五化”（肥料化、饲料化、

燃料化、原料化、基料化）利用路径，合理规划布局，

推进秸秆全产业链发展。有大型秸秆产业化利用企业的

县（市、区），可按照“政府统筹、市场运作、企业负

责”的原则，由政府统筹规划秸秆资源供应，积极服务

企业的秸秆需求，指导利用企业和作业主体合理选择作

业和收储方式进行秸秆离田利用，做好秸秆资源供需衔

接工作，确保黑土地保护和产业项目原料供应两不误。 

四是强化工作推进。2021 年度，省级将继续保持

秸秆综合利用的政策支持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采取

“周调度、半月通报、定期约谈”的方式，进行工作调

度和推进，对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情况开展考核，实

行目标管理。省级制定验收标准和考核办法，开展重点

考核和总体评价，对不能保质保量完成目标任务的，进

行通报批评，秸秆综合利用率、还田率未完成既定任务

目标和出现秸秆焚烧火点的要扣拨补助资金。 

据了解，9 月 15 日起，黑龙江省开展 2021-2022



—11— 

年有效解决秸秆露天焚烧督查工作，对于秸秆禁烧工作

组织不力、制度措施落实不到位、秸秆焚烧火点未得到

有效控制等典型问题，将进行约谈。省联席会议办公室

将根据《黑龙江省禁止秸秆露天焚烧工作奖惩暂行规

定》，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提出问责建议，联合财

政部门进行资金惩戒，并通过媒体公开曝光。对于督查

巡查工作敷衍塞责，发现火点应报不报、谎报瞒报，以

及热异常点抽查复核工作中弄虚作假等行为，一经发

现，将严肃追责问责。 

此外，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日前通报了 2020-2021

年禁烧期间秸秆及根茬、残余物露天焚烧火点情况。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5 月，全省深入开展有效解决秸

秆露天焚烧工作，秸秆露天焚烧火点数量大幅下降。 

信息来源：中国农机化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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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垫江：广泛宣传·整合资源·不断健全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 

 

重庆市垫江县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作为实施“康

养垫江·绿色田园”行动的重要抓手之一，广泛宣传、

整合资源，点面结合、疏堵并重，持续推动全域农作物

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培育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专业经纪

人 300 人、直接还田农机专业合作社 18 家，建成以秸

秆为原料的有机肥厂 3 家、原料化利用企业 12 家、饲

料化利用企业（场）13 家，年综合利用农作物秸秆 44.2

万吨、综合利用率达到 90.27%，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长效机制不断健全完善。 

一、广泛宣传，积极营造秸秆综合利用氛围 

充分利用场镇赶集日、“乡村大喇叭”大力开展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宣传，扎实开展“五个一”宣传活动，

农户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知晓率达到 98%，积极营造社会

氛围，全面提升农户意识。一套方案发到村。印发《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到各村居（社区），督促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小组成员下沉到村社开展宣传动

员。一联横幅拉到社。在乡镇入场口，村、社及人流量

较大的乡村道路显眼处悬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与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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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禁烧宣传横幅 520 幅，营造秸秆综合利用氛围。一场

会议开到湾。召开“县镇村社湾”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培训会议 680 场（次），把工作要求、技术要点传到基

层、农户。一封书信发到户。印制《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告知书》《告村民信》等宣传资料 18 万份，利用场镇

赶集和入户走访等契机发放到农户手中，实现宣传到

户。一项技术讲到人。进村入户面对面解答农户对“五

化”利用存在的误解，提高农户秸秆利用与禁烧意识。 

二、整合资源，着力强化秸秆综合利用保障 

加强人员、项目、资金等要素整合，推动农作物秸

秆综合利用有力有效开展。一是力量整合。成立县农作

物秸秆综合利用领导小组，分管农业副县长牵头挂帅，

整合农业、环保、公安等部门力量，分区包片指导各乡

镇、街道推进辖区内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与露天禁烧工

作。二是项目整合。在渝巫路、高速公路、高铁沿线两

旁各 500 米区域内，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以乡村振

兴重点村、农机全程机械化示范区、粮油种植大户等为

重点，全面实施“水稻秸秆综合利用示范 10 万亩”项

目，实现示范区“零黑斑田”。三是资金整合。抓好横

向沟通、纵向汇报，整合农业生态与发展、乡村振兴与

人居环境整治、农业机械推广等专项资金 1200 万元，

用于实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有效保障工作经费

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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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足长效，健全完善秸秆综合利用机制 

按照“以用促禁、以疏促堵”的工作思路，点面结

合、疏堵并重，建立“四大”工作机制，推动农作物秸

秆综合利用长效可持续开展。一是建立联动机制。建立

县政府统筹、乡镇（街道）具体实施、村（居）及农户

参与的“三级”联动机制，形成齐抓共管、上下联动的

工作格局。二是建立模式推广机制。突出“五化”等技

术应用重点，因地制宜探索构建“农户+企业、经纪人

+企业、农机组织+企业、农户+经纪人+企业、大户带

小户”等五类秸秆经济模式，引导农户自觉开展秸秆综

合利用。每年帮助农户实现直接经济收入 1800 万元，

秸秆加工企业实现年产值 4600 万元。三是建立考核督

查机制。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成效纳入农业农村

年度工作、生态环保、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社会经济发

展等目标考核中，加大考核权重，倒逼相关部门落实属

事责任、乡镇落实属地责任。 

信息来源：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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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昌：聚焦产业发展·全面提升 

秸秆利用水平 

 

近年来，宜昌市坚持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作为农

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补齐短板，打造样板，秸秆利

用水平稳步提升。 

一、规划引领，高位推进 

一是明确任务，夯实秸秆综合利用制度基础。2021

年市委 1 号文件和市政府工作报告对秸秆综合利用工

作进行明确安排，提出支持夷陵区打造秸秆综合利用重

点县。二是统筹规划，用政策打通产业发展障碍制约。

市政府将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纳入各级政府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长江大保护等重点工作一

体推进。市财政每年安排秸秆工作资金 50 万元，农机

购置补贴政策向秸秆收集利用类机械倾斜，近两年补贴

秸秆粉碎还田机等设备 1528 台。三是监督考核，确保

各项任务落实落细。市政府将各县市区秸秆综合利用率

纳入推进生态省建设工作考核中，年底进行考核打分，

并定期对秸秆利用情况进行督办。 

二、创新驱动，强化科技支撑 

一是外学内研明确思路。组织各县市区农村能源办

主任、专家团队成员赴河南、云南等地，学习秸秆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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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秸秆制有机肥及收储运相关经验，助推秸秆利用

产业化发展。每年召开一次秸秆交流会、一次秸秆现场

会，总结各县市区工作经验，现场观摩项目主体示范样

板，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二是产学结合助力升级。

与华中农业大学科研团队共建产学研基地，形成技术支

撑，进行秸秆有机肥施用种养结合模式试点示范。组织

开展秸秆饲料精细加工研究，实现加工增值，售价达到

1200 元一吨。三是普及技术提升水平。编写下发《宜

昌市农作物秸秆利用十二大模式》《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指南》800 余本，举办培训会 3 期，培训 300 余人次，

在《三峡日报》《三峡商报》等媒体举办专版、专栏，

刊发宣传稿件 38 篇，广泛宣传推介先进典型和经验。 

三、严把关键环节，规范项目管理 

一是严把申报审核关。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经企业申报、现场核实、专家评审、网站公示等规

范化流程，严格筛选优质业主承担秸秆综合利用项目，

把好项目实施第一关。二是严把实施指导关。统一执行

“一表两图”工作方法推进项目建设，“一表”就是编

制项目实施进度表，“两图”就是编制项目实施路线图

和施工图。加强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指导、督办，建好

台账。做好收购证明（收购台账、收购磅单、资金转账

凭证）、出库证明（出库台账、出库单、资金转账凭证）

和照片等档案资料。三是严把核实验收关。要求提供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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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用等各环节全流程详细佐证资料，严格做到每单编

号与过磅时人、车、料、景四合一照片编号对应，确保

资料收集全面。当阳市聘请了第三方验收机构对 17 家

市场主体开展全程监管，进行现场及资料核实验收。 

四、培育龙头企业，形成经验模式 

一是引进龙头企业，扩大市场规模。积极与华新水

泥集团联系开展秸秆收储调研，探索秸秆作为工业燃料

节碳减排新模式；动员当阳华强、湖北俏牛儿等当地龙

头企业积极参与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助推企业扩大生产

规模与经营范围。二是多种模式并行，带动产业发展。

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秸秆综合利用，培育一批产业化利用

示范企业和合作社，形成秸秆“五化”利用多轮驱动、

齐头并进、竞相发展的良好局面。三是总结典型经验，

推广收储模式。广泛调研，在全市总结推广复制三种收

储模式。在山区推广组湾互助模式：由村委会牵头，以

一组或一湾为单位，挨家挨户对农作物秸秆进行收储，

公司按质论价收购。在平原地区推广合作社模式：以合

作社为当地秸秆收储主体，秸秆由公司按合同价收购。

在丘陵地区推广经纪人模式：收储公司在当地设立收储

点聘请经纪人，分片分点进行秸秆收储采购。 

信息来源：湖北省农村能源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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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量化了不同环境条件下智慧型农田管

理措施的温室气体减排潜力 

 

近年来，为保障粮食安全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

护性耕作、秸秆还田等智慧型农田管理措施已被广泛应

用在大田作物种植中。有学者对 73 篇论文中 347 组温

室气体排放数据和粮食产量数据、412 组土壤有机碳固

存速率数据进行了 Meta 分析，并深入研究了不同环境

因素对常见智慧型农田管理措施减排效果的影响，相关

成果发表在 SCI 期刊《Global Change Biology》。研究结

果表明，对于旱作农田生态系统，秸秆还田、免耕措施

可明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土壤碳固持，在温带气

候条件下固碳效果更加显著。此外，作者还提出未来应

该更多关注智慧型农田管理措施之间的协同或拮抗作

用，通过多种智慧型农田管理措施的组合使用弥补单一

措施的缺陷，为农田生态系统温室气体减排和粮食安全

提供有力保障。 

 

 

原文题目： Can cropl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lower net 

greenhouse emissions without compromising yield? 

信息来源：https://doi.org/10.1111/gcb.15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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